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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01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擅自设立文艺表演团体、演出经纪机构或者擅自从事营

业性演出经营活动，超范围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，变更营

业性演出经营项目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

证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28

号）第四十三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擅自设立文艺表演团体、演出经纪机构或者擅自从事营

业性演出经营活动，超范围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，变更营

业性演出经营项目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

证的处罚

七、责任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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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法行

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 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人有

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应出

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"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程序、

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

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"

"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处罚

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、

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依法"

"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实

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、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"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行

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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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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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02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伪造、变造、出租、出借、买卖营业性演出许可证、

批准文件，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营业性演出 许可 证、批准文件

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28

号）第三十一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伪造、变造、出租、出借、买卖营业性演出许可证、批准

文件，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营业性演出 许可 证、批准文件。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法行

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 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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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人有

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应出

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"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程序、

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

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"

"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处罚

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、

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依法"

"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实

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、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"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行

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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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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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03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未经批准，擅自出售演出门票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（文化部令第 47 号）

根据 2017 年 12 月 15 日发布的《文化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部

门规章的决定》（文化部令第 57 号）修订第二十七条、第五十

一条：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未经批准，擅自出售演出门票的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

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 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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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人

有

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应出

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"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

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

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"

"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处

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

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依

法"

"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实

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、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"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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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


10

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04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的，变更演出举办单位、参加演

出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员或者节目未重新报批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28 号）

第十三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四十四条、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 " 六、

处罚条件

对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的，变更演出举办单位、参加演

出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员或者节目未重新报批的处罚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 予以

审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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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有

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应出

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"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

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

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"

"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"

"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实

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、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"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

处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

的行

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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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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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05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变更演出的名称、时间、地点、场次未重新报批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28

号）

六、处罚条件

变更演出的名称、时间、地点、场次未重新报批的行为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

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 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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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"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

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

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"

"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"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

事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、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

途径和期限等内容。"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

处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

的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

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

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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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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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06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变更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未向原发证

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28 号）

第八条、第五十条第一款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 变更 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未向原发

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行为。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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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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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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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07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28 号）

第七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的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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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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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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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08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营业性演出含有违反宪法基本原则、危害国家统一等内容

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28

号）第二十五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营业性演出含有违反宪法基本原则、危害国家统一等内容

的处罚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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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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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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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09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举办单位发现营业性演出有违反

宪法基本原则、危害国家统一等内容未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28 号）

第二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第二款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举办单位发现营业性演出有违反

宪法基本原则、危害国家统一等内容未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的行为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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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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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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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10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为未经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提供场地行

为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28

号）第四十四条第三款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为未经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提供场地行

为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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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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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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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11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非因不可抗力中止、停止或者退出演出的；文艺表演团体、

主要演员或者主要节目内容等发生变更未及时告知观众的；以假

唱欺骗观众的；为演员假唱提供条件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28 号）

第四十七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非因不可抗力中止、停止或者退出演出的；文艺表演团体、

主要演员或者主要节目内容等发生变更未及时告知观众的；以假

唱欺骗观众的；为演员假唱提供条件的。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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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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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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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12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以政府或者政府部门的名义举办营 业 性 演出，或者营

业性演出冠以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 “全国”、 “国际”等字

样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28 号）

第四十八条第一款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以政府或者政府部门的名义举办营 业 性 演出，或者营

业性演出冠以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 “全国”、 “国际”等字

样的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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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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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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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13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演出举办单位或者其法 定 代 表人、主要负责人及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在募捐义演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28 号）

第四十九条第二款：

六、处罚条件

非因不可抗力中止、停止或者退出演出的、文艺表演团体、

主要演员或者主要节目内容等发生变更未及时告知观众等行为

的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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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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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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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14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演出举办单位拒不接受检查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（文化部令第 47 号）

第五十三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演出举办单位拒不接受检查的行为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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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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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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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15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娱乐场所曲库含有禁止内容、接纳未成年人等行为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8 号）

第十三条、第四十八条：《娱乐场所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

国文化部令第 55 号）第二十一条、第三十条：违反本办法第二

十一条第（三）项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依

照《条例》第四十八条予以处罚。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娱乐场所曲库含有禁止内容、接纳未成年人等行为。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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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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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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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16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未按规定建立从业人员名簿、营业日志，或者发现违法犯

罪行为未按规定报告的行为。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8 号）

第五十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未按规定建立从业人员名簿、营业日志，或者发现违法犯

罪行为未按规定报告的处罚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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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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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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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17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娱乐场所未按规定悬挂警示标志、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

标志、未实行分区经营等行为

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8 号）

第五十一条：《娱乐场所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

第 55 号）第二十一条：第三十条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（四）

项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依照《条例》第五

十条予以处罚；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娱乐场所未按规定悬挂 警 示 标志、未成年人禁入或者

限入标志、未实行分区经营等行为

七、责任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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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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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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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18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娱乐场所因违反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规定，2 年内被处

以 3 次警告或者罚款又有违反本条例的行为，2 年内被 2 次责

令停业整顿又有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8

号）第五十三条第三款：娱乐场所因违反本条例规定，2 年内被

处以 3 次警告或者罚款又有违反本条例行为应受行政处罚的，

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、县级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

停业整顿 3 个月至 6 个月；2 年内被 2 次责令停业整顿又有

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应受行政处罚的，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娱乐经营

许可证。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娱乐场所因违反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规定，2 年内被处

以 3 次警告或者罚款又有违反本条例的行为，2年内被 2 次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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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停业整顿又有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的处罚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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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 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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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19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设置未经文化主管部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、进行有

奖经营活动的，奖品目录未报所在地县级文化主管部门备案的处

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娱乐场所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 55 号）

第二十一条、第三十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设置未经文化主管部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、进行有

奖经营活动的，奖品目录未报所在地县级文化主管部门备案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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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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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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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20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未经文化主管部门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活动提供场地的处

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娱乐场所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 55 号）

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一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未经文化主管部门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活动提供场地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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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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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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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21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娱乐场所不配合文化主管部门的日常检查和技术监管措

施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娱乐场所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 55 号）

第二十五条、第三十四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娱乐场所不配合文化主管部门的日常检查和技术监管措

施的处罚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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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

63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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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22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8

号）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，

由文化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取缔；公安部门在查处治安、刑事案件

时，发现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，应当依法予以取缔。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处罚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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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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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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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23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娱乐场所擅自变更有关事项、在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

业、从业人员在营业时间内未统一着装并佩戴工作标志的等行为

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8 号）

第四十九条、《娱乐场所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

第 55 号）第三十条、第四十八条予以处罚。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娱乐场所擅自变更有关事项、在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

业、从业人员在营业时间内未统一着装并佩戴工作标志的等行为

的处罚

七、责任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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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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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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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24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涂改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《网络文化经营许

可证》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第363号发布 根据2011年 1月 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

588 号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一次修

订。根据 2016 年 2 月 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66 号《国

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。根据 2019 年

3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0 号《国务院关于修改

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三次修订。

第二十九条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

条例的规定，涂改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《网络文化

经营许可证》，触犯刑律的，依照刑法关于伪造、变造、买卖国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049236-4247397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049236-4247397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82560-299155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82560-299155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5522145-26560865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9274690-9608621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9274690-960862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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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罪的规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够

刑事处罚的，由文化行政部门吊销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，没

收违法所得；违法经营额 5000 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经营额 2 倍

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；违法经营额不足 5000 元的，并处 5000

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第二十九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涂改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《网络文化经营许

可证》的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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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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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
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25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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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在规定的营业时间以外营业、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等行

为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第363号发布 根据2011年 1月 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

588 号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一次修

订。根据 2016 年 2 月 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66 号《国

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。根据 2019 年

3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0 号《国务院关于修改

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三次修订。第三十一条：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在规定的营业时间以外营业、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

等行为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049236-4247397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049236-4247397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82560-299155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82560-299155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5522145-26560865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9274690-9608621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9274690-960862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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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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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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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26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未按规定核对、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、未向文

化行政部门、公安机关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等行为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第363号发布 根据2011年 1月 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

588 号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一次修

订。根据 2016 年 2 月 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66 号《国

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。根据 2019 年

3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0 号《国务院关于修改

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三次修订，第三十二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未按规定核对、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、未向文

化行政部门、公安机关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等行为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049236-4247397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049236-4247397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82560-299155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82560-299155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5522145-26560865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9274690-9608621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9274690-960862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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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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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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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27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景区不符合规定的开放条件而接待旅游者的；景区在旅

游者数量可能达到最大承载量时，未公告或者未向当地人民政府

报告，未及时采取疏导、分流等措施；或超过最大承载量接待旅

游者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一百零五条

六、处罚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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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景区不符合规定的开放条件而接待旅游者的；景区在旅

游者数量可能达到最大承载量时，未公告或者未向当地人民政府

报告，未及时采取疏导、分流等措施；或超过最大承载量接待旅

游者的行为。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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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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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
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28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

破、钻探、挖掘作业等行为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六十六条

【行政法规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

五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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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地方性法规】《山西省实施 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〉

办法》第四十二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

破、钻探、挖掘作业等行为的处罚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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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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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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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29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刻划、涂污或者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，或者损毁依法设立

的文物保 护单位标志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十五条第一款、第六十六条第

二款。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刻划、涂污或者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，或者损毁依法设立

的文物保 护单位标志的处罚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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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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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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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30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转让或者抵押国有不可移动文物，或者将国有不可移动文

物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六十八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转让或者抵押国有不可移动文物，或者将国有不可移动文

物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的处罚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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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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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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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31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防火、防盗、防自

然损坏的设施的等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一条、第四

十三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七十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防火、防盗、防自

然损坏的设施的等的处罚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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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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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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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32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发现文物 隐匿不报或 者拒不上交 的等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七十四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发现文物 隐匿不报或 者拒不上交 的等的处罚

七、责任事项

（一）简易程序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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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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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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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33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未取得相应等级的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，擅自承担文

物保护单位的修缮、迁移、重建工程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五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未取得相应等级的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，擅自承担文

物保护单位的修缮、迁移、重建工程的处罚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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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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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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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34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事项名称

对未取得资质证书， 擅自从事馆藏文物的修复、复制、拓

印活动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六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未取得资质证书， 擅自从事馆藏文物的修复、复制、拓

印活动的处罚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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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
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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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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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7-B-03500-140525

二、实施部门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

四、事项名称

对未经批准 擅自修复、 复制、拓印 馆藏珍贵文 物的处罚

五、设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八条

六、处罚条件

对未经批准 擅自修复、 复制、拓印 馆藏珍贵文物的行为。

七、责任事项

1、立案阶段责任：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、控告的违

法行为或者上级交办的或其他机关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，予以审

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2、调查阶段责任：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与当事

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

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

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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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审查阶段责任：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

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

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

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
4、告知阶段责任：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5、决定阶段责任：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

实和证据、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

和期限等内容。

6、送达阶段责任：按规定的送达方式和法定期限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

7、执行阶段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，履行生效的

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依法采取加处罚款、查封扣押或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。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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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，当事人有要求陈述、申

辩或听证的权利；

2.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内

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咨询方式

服务电话：0356-3033400

监督电话：0356-3039708

十二、监督投诉渠道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

电话：0356-3039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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